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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旋风式访华一个月后，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如期访美。当地
时间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
宫与他举行会晤。

去年8月，李显龙访美时，奥
巴马总统称赞新加坡为地图上

“影响力很大的小红点”。今年，
接待他的已换成一张曾批评新
加坡抢美国人“饭碗”、果断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抛弃”亚洲小伙伴的特朗普。

新加坡有心理落差

这是李显龙继去年8月后，
第二次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访
美。去年在美新建交50周年之
际，他以30多年来首位到访新加
坡总理的身份，受到奥巴马摆下
国宴的礼遇。有评论称，这是小
国新加坡的莫大荣耀，意味着它
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堪比亚
太大国。

有分析称，长期以来，新加
坡可以说是美国在亚太的“耳
目”和“喉舌”，两国之间战略协
调相当密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外交政策所大国外交室主任
周士新指出，一方面，美国将其
视为信息获取和情报分析的窗
口，制定亚太政策时会咨询其领
导层和智库的意见。另一方面，美
国一定程度上通过新加坡向外传
达政策主张。新加坡主办的一年
一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也把美国
防长作为首场会议的首位发言
人。可以说，新加坡在对美战略劝
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自特朗普上台后，新
加坡似乎感到些许落差。“特朗
普政府的战略重视度似乎不那
么充分，美新战略沟通并不频
繁，”周士新指出，“两国既有优
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美新‘2+
2’对话也未能举行。在这个背景
下，新加坡希望继续维持战略上
密切沟通的关系，继续游说美国
在亚太的重要性。”

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
心主任许利平指出，李显龙的愿
望清单可以从双边、多边两个层
次看。双边领域，李显龙希望通
过此访强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基石。购
买飞机等都是他迎合特朗普“美
国第一”政策而采取的对应行
动。多边领域，新加坡也被称为
东盟“大佬”，它希望美国加强在
东南亚的存在。

两国有望少些虚招？

此次白宫会晤，特朗普想从
这位半个世纪的“小兄弟”身上
得到什么？

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问题
学者范磊指出，长期以来，美国
与新加坡保持了良好的战略关
系，不仅仅是因为新加坡重要的
地缘位置，还在于其成熟的外交
智慧和卓越的治理能力。此前，
新加坡在帮助美国认知中国以
及美国的亚太政策方面都扮演
了积极的角色。此次李显龙访
美，是在特朗普访问亚洲之前，
也是在9月份突然访问中国之
后，相信特朗普希望从与新加坡
领导人的交流中得到更多关于
亚洲和中国的信息———“从亚洲
人的视角来了解亚洲，甚至包括

如何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并维
护良好的个人关系等方面的智
慧。”

此外，目前朝鲜与新加坡依
然保持着良性的外交关系，特朗
普可能会对李显龙施压。又如，
新加坡明年将接手东盟轮值主
席国，目前它还是中国与东盟关
系的协调国，特朗普可能会利用
其这一身份做文章。

颇有意思的是，与大小国家
间的传统互动模式不同，在美新
关系史上，美国时常会是更加主
动的一方。“9·11”袭击后，美国
想与新加坡建立盟友关系，但新
加坡似乎并不领情，坚持认为两
国是“伙伴”而非“盟友”。奥巴马
时代，美国想让新加坡担当在亚
洲的“战略之锚”，此前只有日本
和澳大利亚享此“殊荣”，但新加
坡并不想留给外界美国“代理
人”的印象。范磊认为，这种不是
盟友、胜似盟友的相对超脱的关
系，让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以及
发挥对地区事务影响力方面，更
具灵活性。 据新华社

10 月 22 日的日本众议院
大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领
的自民党获得了大胜，反观在
野势力，被媒体认为可能对安
倍造成打击的希望党高开低
走。6、7 月间，安倍内阁曾陷入
空前困顿，不少日本人已在替
安倍内阁计算下台的时间，却
没有想到，在 10 月的大选中，安
倍能够率领自民党获得大胜。

大胜说明安倍很强吗？

日本政治的吊诡之处就在
于，胜利往往并非因自身很强，
而是因为对手太弱。老百姓对
安倍并不十分支持，但最终自
民党还是赢了。原因有三：

一是民众对自民党还是信
任的。民众对安倍的不满并没
有影响到对自民党的支持，因
为民众眼中，现在也只有自民
党还算有执政能力。因此，这次
自民党的大胜，并不是因为民
众支持安倍，而是支持自民党。

二是在野党自乱阵脚。在
强势的自民党面前，在野党只
有通力合作才有机会一搏，但
小池百合子不愿与立民、日共、
社民等其他中左翼的政党合
作，甚至在不少选区还同室操
戈，让原本优势的自民党“笑得
更欢”。

三是投票率低对自民党有
利。地方上的利益团体等多被
自民党掌控，且这部分票源投
票意愿较高。而这次选举投票
率为二战后历届大选中的第二
低值，近半数的法定选民放弃
投票，让自民党手中组织票的

价值上升，不少选区自民党候
选人就是靠着组织票的支持最
终当选的。

今后安倍的处境会怎样？

首先，安倍会将此次胜利
视为对己的信任投票。明年 9 月
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安倍将此
次大选操作成对他的“信任投
票”，明年总裁选举连选连任的
可能性上升。且按照日本众议
院四年一届的规则，2021 年之
前安倍不需要再搞大选了，所
以如果不出意外他可以继续干
到东京奥运会之后。

其次，搞修宪的劲儿可能
更足了。5 月的时候，安倍信誓
旦旦要推动自卫队相关条款入
宪，但在 6 、7 月间支持率大幅
下跌时，态度也有所软化，不再
谈如何修宪了。而这次大选，不
仅自公执政联盟的议席数仍然
超过发起修宪动议所需的 2/3
多数，加上支持修宪的希望党、
日本维新会的议席，甚至超过
了众议院总议席数的八成。这
么多人支持安倍修宪，安倍很
可能会加速进程，实现其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时施行新宪的既
定目标。

第三，政界对安倍的制衡
力量遭到了削弱。放眼日本政
坛，反对自民党的只有立宪民
主党以及议席数更少的日本共
产党、自由党、社民党等小党。
安倍推行一些出格的政策，或
许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霍建岗（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李显龙再访美设“小目标”

安倍大选获胜，修宪劲头恐更足

后 IS 时代的权力博弈
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

亚民主军”（简称“民主军”）近日
正式宣布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 IS）大本营拉卡，同时呼吁国
际社会帮助拉卡重建，并表示将

尽快向拉卡“公民议会”移交权
力。分析人士认为，鉴于 IS 力量
并未彻底肃清，各方势力也着眼

“后 IS 时代”的投子布局，拉卡或
许是新一轮更激烈博弈的起点。

“猫鼠游戏”还没完

分析人士表示，IS 主力已
溃败，IS 将重新回到散兵游勇、
乌合之众的叛乱组织形态，盘踞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边界地
区，并寻求利用叙伊两国尚未解
决的社会分歧兴风作浪，而这一
战略曾使 IS 获得一定程度的民
众支持。

目前，IS 领导层、宣传机构
和一批组织骨干已经南下逃往
幼发拉底河河谷的中部地带，

“这片位于叙利亚东部的区域将
成为 IS 的最后据点”，反恐联军
前最高指挥官斯蒂芬·汤森说。
而该地区也被推测是 IS 首领巴
格达迪受伤后的藏身处。位于叙

利亚东部的代尔祖尔、马亚迪、
阿布卡马尔等地区将成为后续
主要“战场”。

但是，即便肃清伊拉克和叙
利亚的 IS 余部，追击全球范围
的 IS 武装分子也是一大挑战。

IS 势力已经广泛延伸到非
洲、也门、菲律宾、阿富汗、利比
亚、孟加拉国等地区和国家，IS
或是建立附属分支，或是“收编”
当地恐怖组织，在地区或全球不
断制造恐怖袭击。此外，IS 善于
蛊惑人心的煽动性宣传，包括在
网上散布其激进的意识形态和
宗教观念，从而鼓励个人发动

“独狼式”袭击，更是防不胜防。

权力争夺战将打响

在“后 IS 时代”，对拉卡权
力的争夺战将打响。这涉及到由
谁来接管拉卡的问题。从理论上
说，需要一个合法、公平的管理
机构来接管拉卡，一方面需确保
军事力量的存在，以稳定局势，
防止 IS 卷土重来。另一方面，这
一机构需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美方的设想是，由当地阿拉
伯人组成的公民议会作为管理
机构来接管拉卡。同时，议会将
得到一支临时安全部队的支持。
因此，半年前，拉卡“公民议会”
在“民主军”的协调下成立，成员
包括地方官员和部族领袖。

除了拉卡“公民议会”外，位
于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所支
持的“拉卡省议会”也表现出接
管拉卡的意愿，而“拉卡省议会”
与“公民议会”彼此对立。

第三支接管力量也可能是
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由于在战场
上不断取得胜利，并得到俄罗斯

的“加持”，巴沙尔政府地位稳
固，已将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
斯、拉塔基亚等主要城市收入囊
中。俄罗斯军方表示，巴沙尔的
政府军已控制该国 85% 的地区。
目前，巴沙尔政府正试图与俄罗
斯、伊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就战
后的拉卡达成一项和解协议。据
称，随着叙政府军控制的地盘日
益扩大，或将为巴沙尔在未来的
政治谈判中提供更多筹码。

就在 IS 去年 7 月丢失费卢
杰之后，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已经
着手谋划“后 IS 时代”的政治棋
局，各自认为需要巩固自身地
盘，表现之一就是伊拉克库尔德
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分析人士
指出，解放拉卡将进一步刺激各
方逐鹿叙利亚，域外大国美俄、叙
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武装、土耳其
和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国
家和组织正在叙利亚争取自身的
势力范围。 据《解放日报》

英首相称年内可推
“脱欧”贸易谈判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3 日
向英国议会报告“脱欧”最新进
展，表示对在 12 月推进“脱欧”
贸易谈判有一定信心。

特雷莎·梅说，“脱欧”谈判
在上周举行的欧盟秋季峰会上
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英国反
对党认为，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仍处僵局之中。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商
界对谈判忧心忡忡。英国商会、
英国董事协会和英国小企业联
合会等商业组织已联合致信英
国脱欧事务大臣，称时间非常
紧迫，希望今年年底前英国能
优先就过渡期与欧盟达成协
议，否则英国工作和投资机会
将进一步损失。 据新华社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20
日指责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
支持土耳其反政府武装库尔德
工人党，使得土方在反恐战争
中处于孤立境地。

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布
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
述西方国家声称在反恐战争中
站在土耳其一边，但土方并不
相信。他举例说，在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叙利亚大本营拉卡
被收复后，美国默许库尔德武
装在城市展示遭土方监禁的库
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的招
贴画。

埃尔多安还批评法国一座
国有电视大楼悬挂奥贾兰招贴
画，并指责德国最近允许库尔
德工人党支持者组织游行，而
当地警方对此无动于衷。

库尔德工人党是土耳其、
美国、欧盟认定的恐怖组织，其
武装人员现多聚集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北部地区，近两年多次
潜入土境内发动袭击。然而，欧
盟并不主张予以严格取缔，土
方一直指责欧盟在反恐问题上
采取双重标准。此外，土耳其对
美国军事援助被土方视为恐怖
分子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表示
强烈不满，导致美土关系趋冷。

据新华社

土耳其总统指责
美欧支持恐怖组织

特朗普允许公开
肯尼迪遇刺档案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1
日说，“除非接到进一步通知”，
他将允许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
与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遇刺案
有关的最后一批机密档案。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宣布
此事。媒体此前援引多名白宫和
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几
乎可以肯定”会阻挠档案公开。
暂不清楚特朗普为何转变态度。

美国国会 1992 年决定在
25 年内陆续公开肯尼迪遇刺调
查的机密档案。国家档案馆定
于本月 26 日前公开最后一批
文件。作为总统，特朗普有权以

“损害美国情报、军事、执法行
动和对外关系”为由，拦下这些
档案。这批档案由 6000 多份文
件组成，长达数万页，其中 3000
多份从未公诸于众，另外 3000 多
份公开过删节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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